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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摘要

本发明提供了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

气管道，属于排气管路技术领域。本发明包括管

道本体，所述管道本体的横截面呈矩形，所述管

道本体内设有横截面呈矩形的通孔，所述通孔的

左右两侧壁上分别对称设有凹槽一和凹槽二，所

述凹槽一和凹槽二内分别设有半导体温差发电

片一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所述通孔内设有能

够改变管道本体内热气的流动路径，来增加热气

与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

的接触时间的导向装置，所述管道本体的外侧设

有蓄电池，所述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和半导体温

差发电片二都与蓄电池电连接。本发明能够利用

排气管道内的热能进行发电，节能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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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包括管道本体(1)，其特征在于，所述管道本体

(1)的横截面呈矩形，所述管道本体(1)内设有横截面呈矩形的通孔(1a)，所述通孔(1a)的

左右两侧壁上分别对称设有凹槽一(1b)和凹槽二(1c)，所述凹槽一(1b)和凹槽二(1c)内分

别设有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2a)，所述通孔(1a)内设有受热后

能够改变热气在通孔(1a)内的流动路径，增加热气与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

差发电片二(2a)的接触时间的导向装置，所述管道本体(1)的外侧设有蓄电池(7)，所述半

导体温差发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2a)都与蓄电池(7)电连接；

所述导向装置包括滑杆一(3)、滑杆二(4)、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3c)和形状记忆合金

弹簧二(4c)，所述通孔(1a)的顶部垂直设有支撑板(1d)，所述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3c)和

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4c)分别设置在支撑板(1d)靠近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

差发电片二(2a)一侧的左右两侧，所述滑杆一(3)和滑杆二(4)均滑动设置在通孔(1a)的顶

部，所述滑杆一(3)和滑杆二(4)的长度方向与管道本体(1)的长度方向一致，所述滑杆一

(3)的一端与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3c)的自由端固连，所述滑杆二(4)的一端与形状记忆合

金弹簧二(4c)的自由端固连，所述通孔(1a)内设有能够利用滑杆一(3)和滑杆二(4)的滑

动，在通孔(1a)内形成蛇形通道的导向机构。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杆一

(3)上套设有两个套管一(3a)，两个所述套管一(3a)均通过支架一与通孔(1a)的顶部固连，

两个所述套管一(3a)分别位于凹槽一(1b)的前后两侧。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杆二

(4)上套设有两个套管二(4a)，两个所述套管二(4a)均通过支架二与通孔(1a)的顶部固连，

两个所述套管二(4a)分别位于凹槽二(1c)的前后两侧。

4.根据权利要求3所述的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其特征在于，所述导向机

构包括若干个转轴一(5)和若干个转轴二(6)，若干个所述转轴一(5)和若干个转轴二(6)均

转动设置在通孔(1a)内，并且垂直于通孔(1a)的上下侧壁，若干个所述转轴一(5)均位于滑

杆一(3)靠近滑杆二(4)的一侧且沿着滑杆一(3)的长度方向间隔均匀的布置，若干个所述

转轴二(6)均位于滑杆二(4)靠近滑杆一(3)的一侧且沿着滑杆二(4)的长度方向间隔均匀

的布置，若干个所述转轴一(5)与若干个转轴二(6)沿着管道本体(1)的长度方向左右交错

布置，所述转轴一(5)的外侧竖直设有转叶板一(5a)和转叶板二(5b)，所述转叶板一(5a)和

转叶板二(5b)位于同一竖直平面内，所述转轴二(6)的外侧竖直设有转叶板三(6a)和转叶

板四(6b)，所述转叶板三(6a)和转叶板四(6b)位于同一竖直平面内，所述转轴一(5)与滑杆

一(3)传动连接，所述转轴二(6)与滑杆二(4)传动连接，当滑杆一(3)和滑杆二(4)同步滑动

时，至少有一个位置，使转轴一(5)上的转叶板一(5a)和转叶板二(5b)和转轴二(6)上的转

叶板三(6a)和转叶板四(6b)同时平行于管道本体(1)的横截面。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杆一

(3)靠近滑杆二(4)的一侧沿滑杆一(3)的长度方向设有齿条一(3b)，所述转轴一(5)上固设

有齿圈一(5c)，所述齿条一(3b)与齿圈一(5c)啮合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5所述的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其特征在于，所述滑杆二

(4)靠近滑杆一(3)的一侧沿滑杆二(4)的长度方向设有齿条二(4b)，所述转轴二(6)上固设

有齿圈二(6c)，所述齿条二(4b)与齿圈二(6c)啮合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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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属于排气管道技术领域，涉及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

背景技术

[0002] 汽车、船舶在行驶状态下，发动机产生大量的废气，这些废气通过排气管直接排放

到大气中，造成了极大的能源浪费。

[0003] 为了利用这些能量，人们尝试在排气管上安装热电转换装置，将热能转化为电能，

但是由于现有的热电转换装置的成本较高，对热能的利用率低，经济效益差等问题，因此还

没有得到广泛的使用。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是针对现有的技术存在上述问题，提出了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

排气管道，能够将排气管内的热能转化为电能，利用率高，简单实用。

[0005] 本发明的目的可通过下列技术方案来实现：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

包括管道本体，所述管道本体的横截面呈矩形，所述管道本体内设有横截面呈矩形的通孔，

所述通孔的左右两侧壁上分别对称设有凹槽一和凹槽二，所述凹槽一和凹槽二内分别设有

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所述通孔内设有受热后能够改变热气在通孔

内的流动路径，增加热气与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的接触时间的导向

装置，所述管道本体的外侧设有蓄电池，所述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

都与蓄电池电连接。

[0006] 当热气通过管道本体时，所述导向装置受热后改变热气在通孔内的流动路径，增

加了热气与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的接触时间，将热量尽可能多的传

递给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提高热量的利用率，使半导体温差发电

片一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产生更多的电能，然后将电能储存在蓄电池中，实现热能转化

为电能，绿色环保。

[0007] 在上述的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中，所述导向装置包括滑杆一、滑杆

二、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和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所述通孔的顶部垂直设有支撑板，所述形

状记忆合金弹簧一和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分别设置在支撑板靠近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和

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一侧的左右两侧，所述滑杆一和滑杆二均滑动设置在通孔的顶部，所

述滑杆一和滑杆二的长度方向与管道本体的长度方向一致，所述滑杆一的一端与形状记忆

合金弹簧一的自由端固连，所述滑杆二的一端与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的自由端固连，所述

通孔内设有能够利用滑杆一和滑杆二的滑动，在通孔内形成蛇形通道的导向机构。

[0008] 当管道本体内没有热气通过时，所述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和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

处于压缩变形状态，当有热气通过时，所述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和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受

热伸长，推动滑杆一和滑杆二向前滑动，带动导向机构在通孔内形成蛇形通道，使热气从蛇

形通道迂回通过，增加热气与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的接触时间，提

说　明　书 1/5 页

3

CN 109274293 B

3



高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的发电量。

[0009] 在上述的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中，所述滑杆一上套设有两个套管

一，两个所述套管一均通过支架一与通孔的顶部固连，两个所述套管一分别位于凹槽一的

前后两侧。

[0010] 当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受热伸长，推动滑杆一沿着两个套管一向前滑动，稳定可

靠；此外，所述套管一可以限定滑杆一的滑动范围。

[0011] 在上述的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中，所述滑杆二上套设有两个套管

二，两个所述套管二均通过支架二与通孔的顶部固连，两个所述套管二分别位于凹槽二的

前后两侧。

[0012] 当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受热伸长，推动滑杆二沿着两个套管二向前滑动，稳定可

靠；此外，所述套管二可以限定滑杆二的滑动范围。

[0013] 在上述的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中，所述导向机构包括若干个转轴一

和若干个转轴二，若干个所述转轴一和若干个转轴二均转动设置在通孔内，并且垂直于通

孔的上下侧壁，若干个所述转轴一均位于滑杆一靠近滑杆二的一侧且沿着滑杆一的长度方

向间隔均匀的布置，若干个所述转轴二均位于滑杆二靠近滑杆一的一侧且沿着滑杆二的长

度方向间隔均匀的布置，若干个所述转轴一与若干个转轴二沿着管道本体的长度方向左右

交错布置，所述转轴一的外侧竖直设有转叶板一和转叶板二，所述转叶板一和转叶板二位

于同一竖直平面内，所述转轴二的外侧竖直设有转叶板三和转叶板四，所述转叶板三和转

叶板四位于同一竖直平面内，所述转轴一与滑杆一传动连接，所述转轴二与滑杆二传动连

接，当滑杆一和滑杆二同步滑动时，至少有一个位置，使转轴一上的转叶板一和转叶板二和

转轴二上的转叶板三和转叶板四同时平行于管道本体的横截面。

[0014] 所述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和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受热伸长，推动滑杆一和滑杆二

向前滑动，同时带动转轴一和转轴二转动，当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伸长至原始状态时，转轴

一上的转叶板一和转叶板二转动至与管道本体的横截面平行，当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伸长

至原始状态时，转轴二上的转叶板三和转叶板四转动至与管道本体的横截面平行，在通孔

内形成蛇形通道，使热气从蛇形通道内迂回通过，增加热气与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和半导

体温差发电片二的接触时间，提高发电量。

[0015] 在上述的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中，所述滑杆一靠近滑杆二的一侧沿

滑杆一的长度方向设有齿条一，所述转轴一上固设有齿圈一，所述齿条一与齿圈一啮合连

接。

[0016] 当滑杆一向前滑动时，带动齿条一向前移动，带动转轴一上的齿圈一顺时针转动，

使转轴一上的转叶板一和转叶板二转动至与管道本体的横截面平行，阻碍热气快速通过，

增加热气在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之间的停留时间，提高发电量。

[0017] 在上述的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中，所述滑杆二靠近滑杆一的一侧沿

滑杆二的长度方向设有齿条二，所述转轴二上固设有齿圈二，所述齿条二与齿圈二啮合连

接。

[0018] 当滑杆二向前滑动时，带动齿条二向前移动，带动转轴二上的齿圈二顺时针转动，

使转轴二上的转叶板三和转叶板四转动至与管道本体的横截面平行，阻碍热气快速通过，

增加热气在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之间的停留时间，提高发电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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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9] 与现有技术相比，本发明具有以下优点：

[0020] 1、当管道本体内没有热气通过时，所述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和形状记忆合金弹簧

二处于压缩变形状态，当有热气通过时，所述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和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

受热伸长，推动滑杆一和滑杆二向前滑动，结构简单；

[0021] 2、所述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和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受热伸长推动滑杆一和滑杆

二向前滑动，带动转轴一顺时针转动，使转轴一上的转叶板一和转叶板二转动至平行于管

道本体的横截面，带动转轴二逆时针转动，使转轴二上的转叶板三和转叶板四转动至与管

道本体的横截面平行，在通孔内形成蛇形通道，使热气从蛇形通道内迂回通过，增加热气与

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的接触时间，提高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和半导

体温差发电片二的发电量；

附图说明

[0022] 图1是本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的结构示意图；

[0023] 图2是本发明中的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和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受热伸长的结构示

意图；

[0024] 图3是图2中A-A处的剖视图；

[0025] 图4是图2中B-B处的剖视图。

[0026] 图中，1、管道本体；1a、通孔；1b、凹槽一；1c、凹槽二；1d、支撑板；2、半导体温差发

电片一；2a、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3、滑杆一；3a、套管一；3b、齿条一；3c、形状记忆合金弹簧

一；4、滑杆二；4a、套管二；4b、齿条二；4c、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5、转轴一；5a、转叶板一；

5b、转叶板二；5c、齿圈一；6、转轴二；6a、转叶板三；6b、转叶板四；6c、齿圈二；7、蓄电池。

具体实施方式

[0027] 以下是本发明的具体实施例并结合附图，对本发明的技术方案作进一步的描述，

但本发明并不限于这些实施例。

[0028] 参考图1至4，一种带有热能转换装置的排气管道，包括管道本体1，所述管道本体1

的横截面呈矩形，所述管道本体1内设有横截面呈矩形的通孔1a，所述通孔1a的左右两侧壁

上分别对称设有凹槽一1b和凹槽二1c，所述凹槽一1b和凹槽二1c内分别设有半导体温差发

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2a，所述通孔1a内设有受热后能够改变热气在通孔1a内的

流动路径，增加热气与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2a的接触时间的导向

装置，所述管道本体1的外侧设有蓄电池7，所述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

二2a都与蓄电池7电连接。

[0029] 当热气通过管道本体1时，所述导向装置受热后改变热气在通孔1a内的流动路径，

增加了热气与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2a的接触时间，将热量尽可能

多的传递给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2a，提高热量的利用率，使半导体

温差发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2a产生更多的电能，然后将电能储存在蓄电池7中，

实现热能转化为电能，绿色环保。

[0030] 具体来说，所述导向装置包括滑杆一3、滑杆二4、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3c和形状记

忆合金弹簧二4c，所述通孔1a的顶部垂直设有支撑板1d，所述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3c和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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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记忆合金弹簧二4c分别设置在支撑板1d靠近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

二2a一侧的左右两侧，所述滑杆一3和滑杆二4均滑动设置在通孔1a的顶部，所述滑杆一3和

滑杆二4的长度方向与管道本体1的长度方向一致，所述滑杆一3的一端与形状记忆合金弹

簧一3c的自由端固连，所述滑杆二4的一端与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4c的自由端固连，所述通

孔1a内设有能够利用滑杆一3和滑杆二4的滑动，在通孔1a内形成蛇形通道的导向机构。

[0031] 当管道本体1内没有热气通过时，所述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3c和形状记忆合金弹

簧二4c处于压缩变形状态，当有热气通过时，所述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3c和形状记忆合金

弹簧二4c受热伸长，推动滑杆一3和滑杆二4向前滑动，带动导向机构在通孔1a内形成蛇形

通道，使热气从蛇形通道迂回通过，增加热气与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

二2a的接触时间，提高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2a的发电量。

[0032] 具体来说，所述滑杆一3上套设有两个套管一3a，两个所述套管一3a均通过支架一

与通孔1a的顶部固连，两个所述套管一3a分别位于凹槽一1b的前后两侧。

[0033] 当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3c受热伸长，推动滑杆一3沿着两个套管一3a向前滑动，稳

定可靠；此外，所述套管一3a可以限定滑杆一3的滑动范围。

[0034] 具体来说，所述滑杆二4上套设有两个套管二4a，两个所述套管二4a均通过支架二

与通孔1a的顶部固连，两个所述套管二4a分别位于凹槽二1c的前后两侧。

[0035] 当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4c受热伸长，推动滑杆二4沿着两个套管二4a向前滑动，稳

定可靠；此外，所述套管二4a可以限定滑杆二4的滑动范围。

[0036] 具体来说，所述导向机构包括若干个转轴一5和若干个转轴二6，若干个所述转轴

一5和若干个转轴二6均转动设置在通孔1a内，并且垂直于通孔1a的上下侧壁，若干个所述

转轴一5均位于滑杆一3靠近滑杆二4的一侧且沿着滑杆一3的长度方向间隔均匀的布置，若

干个所述转轴二6均位于滑杆二4靠近滑杆一3的一侧且沿着滑杆二4的长度方向间隔均匀

的布置，若干个所述转轴一5与若干个转轴二6沿着管道本体1的长度方向左右交错布置，所

述转轴一5的外侧竖直设有转叶板一5a和转叶板二5b，所述转叶板一5a和转叶板二5b位于

同一竖直平面内，所述转轴二6的外侧竖直设有转叶板三6a和转叶板四6b，所述转叶板三6a

和转叶板四6b位于同一竖直平面内，所述转轴一5与滑杆一3传动连接，所述转轴二6与滑杆

二4传动连接，当滑杆一3和滑杆二4同步滑动时，至少有一个位置，使转轴一5上的转叶板一

5a和转叶板二5b和转轴二6上的转叶板三6a和转叶板四6b同时平行于管道本体1的横截面。

[0037] 所述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3c和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二4c受热伸长，推动滑杆一3和

滑杆二4向前滑动，同时带动转轴一5和转轴二6转动，当形状记忆合金弹簧一3c伸长至原始

状态时，转轴一5上的转叶板一5a和转叶板二5b转动至与管道本体1的横截面平行，当形状

记忆合金弹簧二4c伸长至原始状态时，转轴二6上的转叶板三6a和转叶板四6b转动至与管

道本体1的横截面平行，在通孔1a内形成蛇形通道，使热气从蛇形通道内迂回通过，增加热

气与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2a的接触时间，提高发电量。

[0038] 具体来说，所述滑杆一3靠近滑杆二4的一侧沿滑杆一3的长度方向设有齿条一3b，

所述转轴一5上固设有齿圈一5c，所述齿条一3b与齿圈一5c啮合连接。

[0039] 当滑杆一3向前滑动时，带动齿条一3b向前移动，带动转轴一5上的齿圈一5c顺时

针转动，使转轴一5上的转叶板一5a和转叶板二5b转动至与管道本体1的横截面平行，阻碍

热气快速通过，增加热气在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2a之间的停留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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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提高发电量。

[0040] 具体来说，所述滑杆二4靠近滑杆一3的一侧沿滑杆二4的长度方向设有齿条二4b，

所述转轴二6上固设有齿圈二6c，所述齿条二4b与齿圈二6c啮合连接。

[0041] 当滑杆二4向前滑动时，带动齿条二4b向前移动，带动转轴二6上的齿圈二6c顺时

针转动，使转轴二6上的转叶板三6a和转叶板四6b转动至与管道本体1的横截面平行，阻碍

热气快速通过，增加热气在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一2和半导体温差发电片二2a之间的停留时

间，提高发电量。

[0042] 本发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可以对所描述的具体实施例作各种修改、补充或

采用类似的方法替代，但并不会偏离本发明的精神或超越所附权利要求书所定义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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